
2021年夏季訓練 -約書亞記、士師記、路得記結晶讀經

第九篇
以色列人沒有王，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爲正的事

The Children of Israel Not Having a King and Everyone Doing
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

出15:18 耶和華必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[摩西的歌]

撒上8:7
耶和華對撒母耳說，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，你只管聽從；因為他們不是
厭棄你，乃是厭棄我，不要我作他們的王。

詩
146:10

耶和華要作王，直到永遠，錫安哪，你的神要作王，直到萬代！阿利路
亞！

賽32:1 看哪，必有一王憑公義作王，必有首領按公平掌權。[豫言基督作王]

耶23:5
耶和華說，日子將到，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；祂必作王掌權
，行事精明，在地上施行公理和公義。[豫言基督作王]

結20:33
主耶和華說，我指著我的生存起誓，我總要作王，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
的膀臂，並傾倒出來的忿怒，治理你們。

彌4:7
我必使瘸腿的成為餘剩之民，使那被趕到遠方的成為強盛之國；耶和華
要在錫安山作王治理他們，從今直到永遠。

彌5:2
伯利恆以法他阿，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，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為我而
出，在以色列中作掌權者；祂是從亙古，從太初而出。[豫言基督作王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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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22:2 諸天的國好比一個作王的人，為他兒子擺設婚筵。

約6:15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逼祂作王，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

路1:33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遠，祂的國也沒有窮盡。

林前15:25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，直到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祂的腳下。

羅5:17
若因一人的過犯，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王，那些受洋溢之恩，並洋
溢之義恩賜的，就更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，在生命中作王了。

提前1:17
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永世的君王，就是那不能朽壞、不能看見、獨
一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

提後2:12
我們如果忍耐，也必與祂一同作王；我們如果不認祂，祂也必不認
我們；

啟11:15
第七位天使吹號，天上就有大聲音說，世上的國，成了我主和祂基
督的國，祂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

啓19:16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，有名字寫着：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。

啟20:6
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，聖別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
權柄；他們還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
啟22:5
不再有黑夜，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日光，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；他們
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

神 (耶和華)作王基督 (耶穌)作王今世得勝者作王
永世 (新耶路撒冷)作王來世 (初熟果子/男孩子/新婦)作王 2



以色列墮落，在行政、敬拜和道德上變得混亂(chaotic)：
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爲業之後，沒有聽從神的命令，趕出滅盡所有住在迦南地
的七族—士一27～36。[前因]
結果以色列人事奉他們(迦南人)的神，因而行主眼中看爲惡的事。[後果]
以色列人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，去隨從跪拜四圍之民
的一些神，惹耶和華發怒—十6～7。[後果]
神就把他們交在搶奪他們的人手中，又將他們交付在仇敵的手中，甚至他們再
不能站立得住；他們無論何時出去，主的手都以災禍攻擊他們。[神的管教]
士師時期可以說是以色列歷史中最黑暗的(the darkest)一段，也是一段慘痛的時
期(a period of tragedy)。
在那段時間，在以色列人中滿了背叛神、拜偶像(十七～十八)、內戰(九)、支
派間的對立和爭執(二十～二一)、淫亂(十九)、污穢、殘酷的殺戮、以及種種
惡行。

※[壹] 士師記一以色列歷史中最腐臭的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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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那些日子，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爲正的事』：
士21:25 那些日子，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爲正的事。[士師記結語]

以色列民說他們中間沒有王，這就是說，他們廢掉了神和祂的身分，不承認神
的君王身分。

士17:6 那些日子，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爲正的事。[米迦神堂]

士18:1 那些日子，以色列中沒有王；但支派的人仍在爲自己尋找地業居住，因爲到那日子
，他們還沒有在以色列支派中按鬮得着地業。[但人另立敬拜中心]

士19:1 當以色列中沒有王的那些日子，有一個利未人住在以法蓮山地的偏遠地方；他從猶
大的伯利恆爲自己娶了一個女子爲妾。[基比亞事件]

雖然神的帳幕在示羅，大祭司有烏陵和土明，但在以色列中沒有行政 (no

government)，沒有管理(no administration)，因爲以色列廢掉了(had annulled)神和
祂作他們王的身分；因此，在士師記裏沒有神的彰顯(no expression of God)。

因着士師時期，以色列中沒有王，以色列人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爲正的事，結果
就變得腐爛敗壞：

• 摩西告訴以色列民，當他們進入美地的時候，不可行那些在自己眼中看爲正，而在神
眼中看爲不正的事。[摩西囑咐以色列人關於敬拜神的方式]

申12:8 你們將來不可照我們今日在這裏所行的，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爲正的事；

• 撒但使以色列民行自己眼中看爲正的事，成爲無法無天的，不受神的約束。[惡的源頭]

• 今天的基督徒常說，某事在他們眼中看是對的，或是不對的；這種作法，就是行自己
眼中看爲正的事。這是可怕的；我們必須行神眼中看爲正的事—申十二8。

※[貳] 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任己意行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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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以色列中沒有王(no king)，就沒有權柄(no authority)，各人就任意而行；這
正是現今邪惡世代—世界以及基督教這宗教系統—裏的光景—弗二2，12。

弗2:2那時，你們在其中行事爲人，隨着這世界的世代，順着空中掌權者的首領，就是那
現今在悖逆之子裏面運行之靈的首領；

弗2:12 那時，你們在基督以外，和以色列國民隔絕，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，在世上
沒有指望，沒有神。

在主的恢復裏，我們需要蒙拯救脫離士師記所描繪的不法(the lawlessness)，而
在神國裏活在神的管治之下，實行神的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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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[參] 神這永世的君王之所作與所事一分賜與牧養
神是永世的君王(the King of the ages)，就是那有絕對權柄(absolute

authority)直到永遠的一位，祂絕不改變：
提前1:17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永世的君王，就是那不能朽壞、不能看見、獨一的神，直

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

我們所相信、所事奉，並正分賜到我們裏面的神，是永世的君王，永遠的王。
林後13:14願主耶穌基督的恩，神的愛，聖靈的交通，與你們眾人同在。 [時間上]

基督生爲王(was born to be the King)，就是那要牧養神子民的掌權者，現今祂是
萬王之王(the King of kings)，萬主之主(the Lord of lords)：[空間、質與量上]

太2:6 『猶大地的伯利恆阿！你在猶大的首領中，絕不是最小的，因爲有一位掌權者要從
你出來，牧養我民以色列。』[彌5:2]

啓19:16在祂衣服和大腿上，有名字寫着：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。



• 基督作爲君王，祂是耶和華神，也是人—詩二四8，10。

• 我們需要領悟基督是我們的王，在我們心裏掌權，並承認基督在眾地方召會中的君王
職分；在眾地方召會中，我們都活在祂的君王職分之下。[今世召會生活]

弗3:17 使基督藉着信，安家在你們心裏，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，
提前3:15 倘若我躭延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；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，真理

的柱石和根基。

• 基督將作爲榮耀的王而來，祂是萬軍之耶和華，就是終極完成的三一神具體化身在得
勝且要來的基督裏，祂將在神永遠的國裏掌權—詩二四7～10。[來世千年國度]

• 基督在大衞的寶座上治理祂的國，首先要在千年國，然後要在新天新地，直到永遠。

路1:33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遠，祂的國也沒有窮盡。 [永世新耶路撒冷]

• 『那時必有寶座因慈愛堅立，必有一位憑真實坐在其上，在大衞的帳幕中…』：

賽16:5 那時必有寶座因慈愛堅立，必有一位憑真實坐在其上，在大衞的帳幕中施行審判
，尋求公平，速行公義。

基督在大衞的帳幕中掌權，表徵安慰、鼓勵和復興。

基督的寶座必因慈愛(柔細的情愛)堅立，並且祂必憑真實(卽真誠和信實)坐在其上。

我們若讓基督在我們裏面掌權，帶進國度以及慈愛、真實、信實、公平和公義，我們
也會像祂一樣，有這些美德。[愛光聖義/生命/平安 vs.罪惡/虛謊/死亡/黑暗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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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需要蒙拯救脫離不法，不作行不法的人，並藉着順從事奉神
的原則，行神眼中看爲正的事—多二14，太七21～23：
多2:14祂爲我們捨了自己，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的不法，並潔淨我們，歸祂自己成爲獨特的

子民，作祂特有的產業，熱心行善。
太7:21不是每一個對我說，主阿，主阿的人，都能進諸天的國，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

意的人，纔能進去。
太7:22當那日，許多人要對我說，主阿，主阿，我們不是在你的名裏豫言過，在你的名裏

趕鬼過，並在你的名裏行過許多異能麼？
太7:23那時，我要向他們宣告：我從來不認識(never knew)你們，你們這些行不法的人，離

開我去罷。

行自己眼中看爲正的事乃是不法—士二一25：[神治良心治人治]

• 『罪就是不法；』所以不法就是罪，或者反過來說，罪就是不法—約壹三4：

在約壹三章四節，『不法』（或，沒有律法）是指沒有或不在神管治人的原則之下。

犯罪卽沒有律法，違犯律法。

在神面前，罪就是人任性、任意行事，隨己意而行並背叛神的權柄。

不法就是不承認神的權柄，不服神的權柄。[無神][撒但的思想]

行不法(To practice lawlessness)就是在神管治人的原則以外，不在這原則之下過生活；
現今的時代，乃是充滿不法(full of lawlessness)，充滿背叛(full of rebellion) 。[生活]

不法不只是背叛權柄，也是行事如同沒有律法(no law)。[行事為人]

• 基督要潔淨(to purify)我們，歸祂自己成爲獨特的子民，作祂特有的產業，就爲我們捨
了自己，贖(to redeem)我們脫離一切的不法。

※[肆] 神所憎惡的不法一其定義與事例 (主觀的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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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不是每一個對我說，主阿，主阿的人，都能進諸天的國，惟獨實行我諸天之
上父旨意的人，纔能進去』—太七21：
太7:21不是每一個對我說，主阿，主阿的人，都能進諸天的國，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

旨意的人，纔能進去。
• 呼求主彀叫我們得救，但要進諸天的國，還需要實行天父的旨意。
羅10:13 因爲『凡呼求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』
羅12:2不要模倣這世代，反要藉着心思的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驗證何爲神那美好、可喜

悅、並純全的旨意。
太12:50 因爲凡實行我在諸天之上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、姊妹和母親了。[靈裡的關係]

弗5:17所以不要作愚昧人，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。
西1:9 所以，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，也就爲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，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

慧和悟性上，充分認識神的旨意，
• 進諸天的國，旣然還要實行天父的旨意，就顯然與藉着(through)重生進神的國不同：
約3:3 耶穌回答說，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見神的國。
約3:5 耶穌回答說，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，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，就不能進神的國。
進神的國是藉着(through)神聖生命的出生—一12～13，三5～6。
約1:12凡接受祂的，就是信入祂名的人，祂就賜他們權柄，成爲神的兒女。
約1:13 這等人不是從血生的，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，也不是從人的意思生的，乃是從

神生的。
約3:6 從肉體生的，就是肉體；從那靈生的，就是靈。
進諸天的國是藉着(through)神聖生命的生活—太七21，十二50。
詩45:9 有君王的女兒，在你尊貴婦女之中；王后佩戴俄斐金飾，站在你右邊。
詩45:14 她要穿刺繡的衣服，被引到王前；隨從她的陪伴童女，也要被帶到你面前。
啟19:8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，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。 8



主耶穌斥責那些在祂的名裏豫言過，趕鬼過，並行過許多異能的人，因爲他們
這些『行不法的人』(workers of lawlessness) 作那些事，是出於他們自己，不是
因順服神的旨意而作：

太7:23那時，我要向他們宣告：我從來不認識你們，你們這些行不法的人，離開我去罷。

• 宇宙中有兩個原則：一是神權柄的原則，一是撒但背叛的原則—徒一7，賽十四13～14：

徒1:7 耶穌對他們說，父憑着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或時期，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。
賽14:13~14你心裏曾說，我要升到天上；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。我要坐在聚

會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極處。我要升到高雲之上；我要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。

我們不能一面事奉神，一面又走背叛的路；我們必須脫離不法的原則，不走背叛的路。

[不法的路] [背道的路] [偏離神真理的路] [離棄正路] [巴蘭的路]

太28:18耶穌進前來，對他們說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，都賜給我了。
猶11 他們有禍了！因爲走了該隱的道路，又爲工價向着巴蘭的錯謬直闖，並在可拉的背

叛中滅亡了。

事奉神的對面就是權柄；權柄的問題若沒有好好解決，就在事奉上，各種樣的難處都
會發生。

• 願主保守我們的事奉，乃是在服從神的權柄與父的旨意的原則裏。

太11:30 因為我的軛(父的旨意)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(將父旨意實行出來的工作)是輕省的。
太12:50因爲凡實行我在諸天之上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、姊妹和母親了。[靈裡的關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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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師記記載行政、敬拜和道德的混亂，描繪在舊造裏撒但的混亂：
創1:1~2起初神創造諸天與地，而地變爲荒廢空虛，淵面黑暗。神的靈覆罩在水面上。
創1:26神說，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，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，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、空

中的鳥、地上的牲畜、和全地、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。
創3:4蛇對女人說，你們不一定死；
啓20:10那迷惑他們的魔鬼，被扔在硫磺火湖裏，也就是獸和假申言者所在的地方；他們

必晝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遠遠。
啓21:2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，豫備好了，就如新婦妝飾整齊，等

候丈夫。
宇宙在混亂中；這混亂就是今天世上苦難的由來；只要萬物一天有這混亂存在
，世上就一天必定有苦難。
羅8:19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，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。
宇宙的歷史乃是神的經綸與撒但的混亂的歷史—創一1～2，26，啓二十10～二一4：
• 魔鬼撒但是邪惡之混亂的源頭與元素 (the source and element) 。
太16:23祂卻轉過來，對彼得說，撒但，退我後面去罷！你是絆跌我的，因爲你不思念神
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林後2:11免得我們給撒但佔了便宜，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陰謀。
彼前5:8務要謹守、儆醒。你們的對頭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獅子，徧地遊行，尋找可吞喫的人；

• 神自己就是神聖的經綸，並且祂進到了我們裏面，作爲一種行政、安排和計畫，使一
切都有次有序—弗一10，三10。

弗1:10 爲着時期滿足時的經綸，要將萬有，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，或是在地上的，都在
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；

弗3:10 爲要藉着召會，使諸天界裏執政的、掌權的，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，
• 在聖經裏，並在我們的經歷中，撒但的混亂總是(always)與神聖的經綸並行的(goes along

with)，並且實際上是幫助(actually helps)神的經綸—9節。

※[伍] 撒但在舊造裏的混亂VS神在新造裏的有秩有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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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活在混亂、背叛與不法中的人，需要對神的經綸有清楚的異象：
箴29:18沒有異象，民就放肆；惟遵守律法的，便爲有福。
弗3:9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，向眾人照明，

• 我們需要被這異象管治、控制並指引—徒二六19。[搆上時代、承繼以往]
徒26:19 亞基帕王阿，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，

• 我們必須在神的經綸，神永遠的旨意這異象中剛強而不搖動。
林前15:58上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，你們務要堅固，不可搖動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…。
來12:28所以我們旣領受了不能震動的國，就當接受恩典，藉此得以照神所喜悅的，以虔誠和

畏懼事奉神；

得勝者征服在舊造裏撒但的混亂，並且爲着新造完成神聖的經綸：
林後5:17 因此，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；舊事已過，看哪，都變成新的了。
加6:15 受割禮不受割禮，都無關緊要，要緊的乃是作新造。

• 得勝者不是從撒但的混亂裏被拯救出來，乃是勝過撒但毀壞的混亂，而在建造的神聖
經綸裏得勝。

提前1:3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，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囑咐那幾個人，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
不同的事，

提前1:19持守信心和無虧的良心；有人丟棄這些，就在信仰上猶如船破，
提前4:1但那靈明說，在後來的時期，必有人離棄信仰，去注意迷惑人的靈和鬼的教訓；
提後1:15 你知道所有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了我，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其尼。
提後4:8從此以後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，就是主，那公義的審判者，在那日要賞賜我的；

不但賞賜我，也賞賜凡愛祂顯現的人。

• 當得勝者忍受混亂時，他們『在基督耶穌裏的恩典上得着加力』(二1)，能彀爲着神聖
的經綸站住，且活出神聖的經綸。

提後1:14你要藉着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，保守那美好的託付。
提後4:5你卻要凡事謹慎自守，忍受苦難，作傳福音者的工作，盡你的職事。
提後4:7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，當守的信仰我已經守住了； 11


